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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為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出版之刊物。本刊所載資料為提供對職業健康問題的不同意見，以供業界及關心

職業健康問題之社會人士參考討論。個別作者的意見未必代表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之意見。因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不會為任何因依賴本刊內任何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賠償負責。本刊資料可用作摘引，而任何方式之使用均

必須附有確認聲明：資料來源於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出版之《職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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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職業健康 202 期通訊

出版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專業顧問 余德新醫生

主編 尹晞雯

執行編輯 王俊鈞、鄧敏儀

歡迎投稿意見交流

踏入十月份又是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2018 年的施政報告曾提及政府會積極研

究新措施以加快因工受傷僱員和職業傷病患者的康復及重返工作，當時確實讓不少關注工傷康復的團

體感到欣喜與期待。中心與職業復康專業團體聯盟（簡稱聯盟）為此更向政府當局提出成立職業傷病復

能復職基金及管理局的建議，甚至把整個構思、管理局架構及組成、基金運作等編寫成計劃書提交政府

當局作為參考。但一年過去，政府當局仍未就此議題公佈任何具體的行動計劃，實在令持份者感到失望。

上月，中心及聯盟透過 2019 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平台，再次去信行政長官反映持份者對改善工傷康復服

務的建議。我們十分期盼建議能獲得政府的正視並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獲得進一步的回應。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近亦表示香港今年的經濟受中美貿易戰及近月社會事件波及而大受影響，多個

行業受到打擊同時令失業率也有一點上升。香港的經濟與失業率一向對工傷工友的就業有直接關係，今

期的康復專題便有機會與讀者探討失業率上升對工傷工友的就業影響，以及簡介中心為工傷工友提供的

就業支援服務。

另外，本期的退休專家訪談，收錄了中心的名譽專業顧問錢棣華先生的訪問。錢先生是一位富有經

驗及資歷的職業衛生師，每次與錢先生討論職業健康安全皆獲益良多。各位讀者且看錢先生如何分析香

港的職業傷亡數字及大數據對職安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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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職員在較早前（2019 年 8 月 28 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左右、因工作關係途經沙田

隆亨邨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後方的一條行人通道時，發現在通道旁的山坡（地政總署

斜坡編號：7SW-D/C244(2)）正進行斜坡維修工程，當刻工程範圍向外釋出大量粉塵，加上沒

有風，令整條通道變得迷濛一片；但屋邨物業管理團隊卻未有就該通道進行圍封和停用，仍任

由附近居民行經該處。本中心職員在發現問題後已即時走到房屋署隆亨邨辦事處與當時服務檯

的職員反映有關情況、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建議措施，惟未有得到職員、甚至當值主任對事件的

重視，令人惋惜。本中心對此情況所引起的粉塵危害和衍生的矽肺病問題表示高度關注。

據該區區議員辦事處所提供的資料，該工程由地政總署地政處斜坡維修組負責，前期的準

備工作包括清理斜坡和鋪網等工序已在較早前完成，並在 27 日下午起進行最易產生大量塵埃的

噴漿工序，亦導致粉塵在工序開展期間持續地囤積在該區域並波及其旁的通道上。

本港的噴漿工序多使用混凝土，

若材料當中的二氧化矽結晶粉塵（可

導致患上矽肺病的一類塵埃）在過程

中被揚起至空氣中，工人和其他行經

人士在未有使用合適的呼吸保護器具

下，微塵便會隨著呼吸而進入身體，

繼而對該名人士的健康帶來影響。

本中心作為香港其中一個關注肺

特稿

斜坡位置圖 - 摘自地政總署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強烈關注

地政總署地政處斜坡維修組進行的

斜坡維修工程

引起的環境粉塵污染問題

地政總署地政處斜坡維修組進行的地政總署地政處斜坡維修組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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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沉着病和間皮瘤的專業非政府組織，就當天發生的

情況和可能引發的問題，提出以下各點：

地政總署和有關工程承辦商應當嚴格緊守《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和《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

程塵埃）規例》，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避免建築工序所產生的塵埃影響到工程範圍外的公眾

空間，令其他人士的健康遭受影響。斜坡鞏固工程作為法例指明的規管工程之一，承辦商需

要對周遭人士的潛在威脅（即「吸入飄揚的粉塵」）、可能出現的天氣情況（即「沒有風」）

和工地的實際環境與限制（即「位於行人主要通道旁」）作出周詳的風險評估並予以妥善控

制，不讓任何一環出錯而令人蒙受健康風險。

房屋署隆亨邨辦事處和屋邨物業管理團隊未有在工程開展前就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作充足預

判和準備，以致未有事先停用該行人主要通道；亦沒有在問題出現、高危粉塵四溢後即時進

行應急措施，更讓居民繼續使用通道並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暴露於長遠危害之中，實在責無旁

貸。有關單位應在工程開展前的風險評估中已就管轄範圍備受牽連的各種可能情況俱考慮在

內，方能及早構想出不同的應對方案，絕對不能因工程是由地政總署負責便草率了事，結果

連屬於自己管理區域的行人通道都忽略了，繼而對四周居民帶來影響。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此再次促請社會各界一同關注與粉塵有關的健康危害，透過全面的前期風

險評估和及早推行預防和控制措施，避免有人在施工期間受到影響。

[ 資料整理：王俊鈞 ]

1

2

工人身後鐵絲網的另一面即為該行人

通道 - 摘自潘國山議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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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一詞，相信對香港市民來說不陌生，簡單來說就是工作期間的健康與

安全。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職業衛生」呢？其實這個名詞在專業領域裡很常見，所

指的並不是我們常常說的清潔、個人衛生等生物性危害因素，而是包涵著認知、評估、控制發生

於工作間或工作間內任何會導致員工或鄰近社區居民發生疾病、健康受損、造成不適或降低工作

效率的問題。隨著時代演進，危險因素不只存在於工業，所有工作場所同樣地存在著不同程度的

危害，所面對的問題亦變得愈來愈複雜。職業安全和職業衛生對於工人的保障而言同樣重要，且

密不可分，它們之間其中一個較明顯的分別在於後果出現的時間長短，與安全相關的通常短期內

能察覺；相反，較長期或慢性的則屬於職業衛生的領域。正因為職業衛生的不良後果並不是立刻

出現，僱主僱員往往忽視其嚴重性，導致員工長期暴露於職業危害當中而未有及時處理。

整體而言，要有效地消除職業危害，最合適的做法是將職安健的責任滲透至各個職位階層，

使企業內的每位員工各施其職。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Hygiene Association 是一所由世界衛生組

織及國際勞工組織認可的專業團體，當中包括超過 30 個會員國家及地區，它曾經就一間機構內應

有的職安健人手編制作出深入分析，當中更是從一些職安健管理方面表現較出色的機構作參考，

並根據所得的結論訂立有關標準，詳細內容如下：

僱主、最高決策人或

高層管理人員

˙ 除了機構內部的經驗和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與時並進，

有關人士應多參考國內外同類型機構處理職業危害的手

法，取長補短並作適當調整，令該手段適用於機構

˙ 將職安健管理與機構的目標及發展方針融合，協助工作場

所達致持續改善

部門經理或管理層

˙ 作為熟知每項工序的人員，則應響應有關目標和方針加以

監督及檢視執行情況

˙ 確保場所內的每位員工皆具備有關知識及技能，以健康、

安全的方式去完成日常的工作

職安健專業人員

( 例如：安全主任、職業衛生師 )

˙ 恆常監察、巡查、採集樣本及進行科學分析，並構思適用

於該工作場所的應變措施

技術員或技工
˙ 與職安健專業人員溝通和合作設計適用的器具或機械，透

過工程控制協助機構將工作場所內的危險降至最低的水平

探討香港的安全衛生顧問制度

世界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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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ttps://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1.htm

2. http://www.iloencyclopaedia.org/part-iv-66769/occupational-hygiene-47504/30/570#fig1

3. http://www.ioha.net/about/occupational-hygiene/

4. http://www.wun-ching.com.tw/img/Books_files/B387-9789862369661-trial.pdf

[ 資料整理：黃凱琪 ]

在香港而言，因《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例》所規管的範圍

相當有限，除了工地、工程公司或較大規模的企業等所謂的「較高危行業」有專門設立

安全主任或機構內部職安健顧問這類職位，職安健管理部門在其他經營場所並不常見。部分機

構甚至只是指派數名普通員工兼任職安健的職責，負責視察工作場所、進行事故調查，然而，

他們普遍都只是接受了最基本的職安健訓練課程，談不上是職安健的專業人員，即使手執一份

詳細的事故調查表格亦可能無從入手，更遑論在單位佈置或設計時給予專業意見以控制危害。由

此可見聘用職安健專業人員的文化尚未滲透至各行各業，甚至乎出現了明顯短缺。

不少先進國家或地區均要求職安健專業人員兼備職業衛生及安全的知識，反觀香港開辦的職

業安全及健康課程，修業範疇當中提及到職業衛生所佔的比例很低，這無疑間接令大眾只著重安

全而忽略職業衛生的重要性。而事實上，部分行業之所以被社會標籤，源於其意外或傷亡事故率

較高，而非針對各行各業工作期間面對的危害及其嚴重性來分類，這正正反映了香港人對職安健

的關注度較為後知後覺，往往待到事故發生後才意識到危險所在，及後才仔細作出調查及思考如

何預防。長遠而言，這不但無助於減低香港的職業傷亡數字，因受傷而導致的人力資源損失更是

在人口老化的問題上撒鹽，進一步削弱本地的勞動力，繼而進入惡性循環。

近年來香港的工傷數字停滯不前甚至不跌反升，確實是時候反思當下的不足並加以改善，針

對以上的問題，我們有以下的建議：首先可從制度方面入手，將職業健康安全管理人員貫徹香港

各行各業，以填補工程界別以外的職安健專業人員數量上的不足，協助機構於事故發生之前預判

危害並將之解決；其次，人力資源上的問題是令不少中小型企業僱主卻步的原因，我們建議可參

考駐校社工或治療師的做法，由數間公司共同聘請一名認可的職安健專業人員，這樣便可以在經

濟上較能承受的環境底下得到專業的顧問服務，從而保障所有僱員的安全健康。最後，僱主在職

安健預防固然責無旁貸，但要達致持續改善及進步並不可單靠一人之力，而是一個完整的職安健

管理制度，讓每個工作階層共同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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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

分析本港失業率回升

對工傷康復人士就業的影響

香港政府統計處在 8 月 19 日公布最新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二點九。當中，膳食服務的

失業率錄得最大按年升幅，由百分之四點三增至百分之五，屬各行業中最差的。面對上升的失

業率，工傷康復人士在就業支援上有沒有影響呢？

一般而言，工傷工友在公立醫院完成康復治療後，會進行一項職能評估。治療師會就工傷

工友身體功能狀況作出評估，評估其能力、耐力是否適合重返原有工作或需要作出任何的工作

調整。而部份工傷工友因身體功能及傷患後遺症而需要轉換新行業、新工種。香港工人健康中

心從 1994 年開展再培訓課程至今，每年均有超過七成以上修畢課程的工友能夠成功重返工作；

而重返工作的模式從替假、兼職至全職工作。畢業學員從事的行業包括：滅蟲員、保安員、司機、

服務員、派飯員、清潔員、侍應、倉務員、做麵師傅、包裝員等。 

從報章的論述，失業率上升的行業雖然並不是工傷工友熱門的轉職行業，然而對工友尋找

新工作是仍存在一定的影響。工傷工友在尋找新工作的過程中經常遇到不少困難，當中包括：

對重返工作欠缺信心、選擇工作的疑惑、長期痛症的困擾、重新面對新工作及新行業的適應、

工作中人際關係的問題等等。而僱主聘用僱員時亦考慮不少因素，包括：員工的工作能力、過

往的工作經驗、身體的健康狀況等。不得不承認，工傷工友在公開就業市場的競爭力比一般人

是稍為遜色的。除身體功能的限制外，教育水平較低的工傷工友、高齡，亦局限了可尋找工作

的行業。而缺乏行業經驗都會影響工傷工友成功入職的機會。若與其他社會人士一起求職，相

信被聘用的機會亦會較低。

市場經濟是講求供應和需求！若市場上湧現大批求職者，僱主有機會把薪酬設定在較低水

平，從而影響整體的收入和經濟。工傷工友縱然成功獲聘，亦有可能因收入下降而出現經濟困

難，造成家庭及個人情緒上的壓力！面對失業及市場經濟情況欠佳，中心作為協助工傷康復者

重投工作的機構，會循以下是有幾方面去做的 ：

積極溝通和開拓

工傷工友於重返工作後的穩定性及對工作的忠誠度，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地方，亦是他們比

一般員工優勝之處，這正正是吸引僱主聘用工傷工友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心負責就業支援的

同事需要積極去開拓及接觸一些接納及願意聘用工傷工友的僱主；與他們建立起合作的伙伴關

係。透過恆常的溝通，了解市場上職位空缺的情況，並適時把資訊發放予工傷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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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

隨著近年多個舊樓清拆工程及重建項目不斷開展，其中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強制驗樓∕驗窗計劃」等，

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有所增加。但如果未有按照有關法例採用適當的方法進行工程，舊樓內的含石棉建築

物料有機會因遭受破壞而釋出石棉纖維，對工人及居住於大廈內之居民的身體健康可能構成傷害。

因著過去兩年在五個重點區的成功經驗，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現再次獲得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贊助，聯

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於港九新界各地區推行一項名為「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的跨地區大型職業健康

推廣活動，以冀進一步提高社會大眾對石棉危害的警覺性及加強關注石棉的職業健康問題。

另一方面，從事樓宇維修及拆卸工程的工人如沒有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也有機會面對上述危害，本中心亦出

版一本針對性預防教育小冊子，內容除講及石棉對人體的危害和石棉物料在舊樓中較常出現的位置外，更簡單介紹

在工作中面對疑似石棉物料時的正確處理方法，希望工人能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避免因吸入釋出的石棉纖維，而

可能引致患上石棉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疾病。

如欲索取有關小冊子或查詢其他相關活動之詳情，歡迎致電 2725 3996 予本中心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提昇工傷工友的動力 

面對工傷後的高低起跌，每位工友的抗禦能力均有所不同，而尋找工作的信心亦有所不

同。在物色新工作上，工傷工友往往因信心的不足、個人的需要等而影響行業的選擇。再加上

市場上的競爭日漸增大，提供就業支援的同事需要密切地跟進，因應工友的需要作出切身的安

排。從工作的區域、可選擇乘搭的交通工具、工作時間的長短、工作性質及要求作深入的討論，

從而增加受聘的機會。

　　
加強工傷工友入職後的支援

如報章所述，某些行業的失業率有上升的趨勢，縱使這些行業並非工傷工友重返工作的熱

門行業，但整體就業市場或許會多了一批的失業者，他們在未能尋找原有行業的工作下，也會

考慮找其他行業的工作，間接亦減低了工傷工友尋找工作的競爭力。即使工傷工友在中心的就

業支援服務的尋找到新的工作，但工友亦要適應新的工作、新環境及體能情況等因素，中心負

責就業支援的同事需加強工傷工友入職後的支援，讓他們能順利適應新工作，加強留職能力。

總結

失業率上升，社會經濟轉差的問題，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工傷工友能夠重投工作仍會是社會一

股重要的勞動力！因此，中心仍會緊守崗位，盡力為工傷康復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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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 — 實例

工傷工人在受傷後，考慮重返工作時都會有不同的疑慮及困難，今期的康復專題會

分享一個工傷康復個案管理的實例。

黃女士於一間私營安老院任職護理員，並工作了接近 13 年，僱傭關係一直也十分良

好。黃女士於 2015 年 12 月 5 日工作期間，因扶抱一名長者而不慎扭傷了腰部，當時她

感到腰部非常疼痛，而且不能走動。最後，她由救護車送到急症室診治。經急症室醫生檢

查後，X- 光顯示腰部沒有骨折的情況，她最後留院觀察兩天便出院了，醫生給予她一些

止痛藥、數星期的病假休息及骨科覆診期。

雖然當時她的腰部十分痛楚，但她也抱著樂觀心態面對傷患，她心想只要休息二至三

星期，腰傷應該會慢慢好起來。可是，她休息已經將近三星期，仍感到腰傷沒有多大的進

展，她不禁擔心起來，擔心是否腰部有什麼問題。於是，她與家人商討後，決定自費到私

家醫院接受磁力共振檢查，希望能清楚瞭解情況。最後，磁力共振報告顯示她的腰部有椎

間盤突出的情況，而且椎間盤壓著神經線，私家骨科醫生亦建議她需要盡快進行手術的治

療。由於考慮到高昂的手術費，而且她對於是否進行手術亦有很多的疑慮，最後，她將磁

力共振的報告交予公立醫院的骨科醫生檢視，而公立醫院的骨科醫生向她解釋腰患的情

況，亦作出相同的建議，認為她應盡快接受手術，並解釋手術的風險。最後，她亦答應接

受手術，並於 2016 年 1 月中於公立醫院進行。手術後，她感到腰部的痛楚減輕了很多，

認為手術是成功的。及後，她開始接受康復治療，進行了三個多月的物理治療，並配合運

動，腰患已經好了很多，她表示腰痛的情況減少了，而且步行沒有太大的障礙，只是暫時

仍不能彎腰及拿重物。2016 年 5 月，她的物理治療亦已完結，將會開始接受職業治療的

訓練。當時，她於醫院接受康復治療時，看到醫院壁報板上張貼了中心的服務介紹海報，

並主動聯絡中心查詢有關的服務安排。

姓        名：  黃女士          年       齡：   53 歲         職       業：   護理員（私營安老院）              

受傷日期：  2015 年 12 月 5 日    受傷部位：  腰部（椎間盤突出）個案

資料整理：何曼婷

早期工傷康復介入

黃女士於醫院接觸到中心為工傷工友提供的重返工作支援服務，並主動聯絡中心。中

心的個案經理首次接觸黃女士，當時是她受傷後約五個月，已完成物理治療，並於一個月

後將開始接受職業治療。個案經理與她進行首次面談後，評估黃女士對於其康復進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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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專業溝通的介入合作

由於黃女士受傷後能夠接受適時的康復治療，有利她的康復。而她亦以重返原有的工作為目標，所以個案經理主動與她的職業治療師聯絡，以瞭解其康復狀況及康復計劃。經職業治療師的評估及完成兩個月的職業治療，她的康復進展明顯。最後，職業治療師亦建議她可以復工，嘗試「輕工」，於職業治療的報告內列明她可擔任的工作。

當個案經理得知職業治療師建議她可嘗試「輕工」，個案經理亦與黃女士瞭解她對嘗試「輕工」的意願及信心。在得到黃女士的同意情況下，個案經理亦陪同她一起前往骨科覆診，經與骨科醫生溝通，最後醫生亦簽發了為期十二星期的「輕工紙」，當中列明她可擔任的工作，包括：不可進行扶抱的工作、只可搬運不超過 25 磅的物件及每工作 1 小時，建議有 5 分鐘的小休息。

與上司溝通及復工的安排

個案經理於首次會談中，已向黃女士介紹個案經理可協助她與僱主聯絡及溝通，作為
受傷員工及僱主的溝通橋樑，為她討論傷後復工的安排及提供復工後的支援。但黃女士對
於讓個案經理直接聯絡她的上司表示有保留，她擔心由「第三方」聯絡上司，會讓上司感
到奇怪，害怕上司會對她產生負面的想法，加上她與僱主的關係亦良好，她希望可自行與
上司溝通。最後，個案經理沒有直接聯絡她的上司。但工傷康復期間，個案經理一直與她
商討如何與僱主保持聯絡，並主動交待其康復狀況，過程中僱傭雙方的關係亦頗正面。

由於黃女士希望親自與她的上司討論「輕工紙」及復工安排復工事宜，於是個案經理
便與她商討如何與她的上司溝通復工及「輕工」安排， 除了向上司遞交「輕工紙」外，亦
建議她主動向上司表達她復工的意願，並主動表明她實際可應付的工作項目。

最後，上司經考慮後，願意為黃女士安排「輕工」，經調整後的工作，包括：
1.  不需要進行長者扶抱及過床的工作
2.  負責為長者餵食的工作

3.  負責為長者洗澡

好、心態較正面，除了到醫院接受治療外，在家亦積極進行適當的運動鍛鍊身體。她主要
擔心體能的恢復狀況及往後能否重返原有工作崗位及其安排。個案經理亦向她講解了不同
的康復治療的功效、傷患康復的過程及階段、受傷後復工的注意事項及安排等，讓她多明
白及掌握其身體康復及復工事宜等，以減低她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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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對於此「輕工」安排感到滿意，最後亦順利完成十二個星期的試工期，過程

中黃女士雖然仍感到痛楚，但亦她慢慢適應工作。及後，她向醫生報告復工的情況後，

醫生再次簽發二十星期的「輕工紙」給她。而她亦開始嘗試更多的工作。2017 年 1 月，

除了扶抱及過床的工作外，其餘所有的工作及輪更的工作安排，她亦能應付。

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

宗旨： 預防、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促進在

職人士的職業健康

服務對象：任何�疑患上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在職人士

預約就診：請致電或親臨職業健康診所，無需醫生轉介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新界粉嶺璧峰路 2 號

 粉嶺健康中心 7 樓

（港鐵粉嶺站 A1 或 C 出口）

 電話（預約）: 3543 5701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九龍觀塘協和街 60 號

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

（港鐵觀塘站 A1 出口）

電話（預約）: 2343 71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新症收費 $135，覆診收費 $80

藥物每種收費 $15
收費：

總結：

現行《僱員補償條例》側重工傷補償，並沒有覆蓋工傷工人完成康復治療後的復工安

排。當工傷工人完成康復治療後，與僱主討論復工、輕工或試工的安排，大部分的工人都

得不到任何的支援！而社區上，一些社會服務團體所提供的重返工作的支援及統籌服務，

正好彌補現時制度的不足，可以協助工傷工人與僱主商討復工安排及提供就業支援！

4.  負責清潔的工作，但免除拖地的工作

5.  每工作 1 小時，可享有 5 分鐘的小休息

6.  不需輪班工作，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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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上一期我們專訪了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首席副主席楊世

模博士，分享他以人體工效學家多年來對本港職業健康安全（下稱職安健）的看法，以及他對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下稱工健）未來工作的展望。今期，為了解近年香港職安健傷亡數字維持

不變的原因及大數據對職安健的影響，我們十分榮幸能邀請到前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會長，

職業衛生顧問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名譽專業顧問錢棣華先生，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香港職安健發

展的實況。

學以致用 惠澤百方

錢先生在 90 年代初期開始在中文大學兼職任教職業環境衛生，在課堂上教授不同學生以及

機構員工。二十多年來，錢先生一直默默耕耘，與不同機構及社福團體有形形色色的交流及合

作機會，包括參與本地及國際研討會議，提供顧問諮詢服務等，更因緣際會認識工健。基於跟

工健的理念及目標相同，他在 2010 年退休後獲邀加入工健的職業健康教育服務指導委員會，亦

成為中心的名譽專業顧問，以職業衛生師的角度提供專業意見及建議。

他表示社會上不同機構或工會大多數都有特定的服務對象或受眾，以提供相應的服務；但他

卻認為工健與其他組織有很大分別，只要與員工健康及安全相關的議題，都是工健的服務範圍

之內，包括安排各類型的職安健預防教育及推廣活動、進行專題研究、提供環境巡查工作等，

都是本港較少的全面而多元化的職安健服務機構。再者，工健服務對象的層面比其他機構或工

會廣，卻沒有因此而忽視服務質素，透過與不同界別的專家聯繫和彼此交流知識及資訊，以「非

牟利專業機構」的定位把職安健資訊帶到各行各業，教育各階層正確的職安健知識，實屬難得。

論近年職安健傷亡數字維持不變

對於近年職安健傷亡數字大體維持每年約 35,000 宗，未有進一步下調，錢先生認為職安健

傷亡數字高低或維持不變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數字未必一定反映當時狀況。有些年份可能傷亡

數字較高，有些年份可能因為宣傳推廣活動而較其他年份低，因此數字有升跌是正常不過，他

預料未來幾年數字應該都是有升有跌。

他更指出，近十年各行業開始多關注員工的職安健問題，公司機構相繼向員工提供教育及訓

練，所以現在大部份員工對一般的工作間潛在危害都有概念，但往往工作間存在不同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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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面對一些前線員工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員工人手分配、工作時間過長、工作地點經常

轉變、員工對工作間適應程度、本身的知識水平等等，一連串的不同因素可以引發不同的問題，

也間接增加了傷亡的機會。當中職業傷亡數字較高的建造業正正是首當其衝，因為建造業變數

較多，導致意外事故比其他行業高。一方面是工人的流動性高，很多工人都是以外判形式或兼

職散工形式聘用，工作週期性短，對在工地內進行職安健教育有一定難度。另一方面，工人的

工作時間長短不一，加班趕工導致身體不勝負荷，加上工作模式及地點經常轉變，令員工難以

適應，增加意外的風險。然而，可變因素並不是不能改善的因素，只要政府、僱主與及員工三

方攜手合作，錢先生認為必定能大大減低發生事故的風險。舉例來說，針對工人流動性高方面，

若僱主和僱員之間有更緊密的關係，可大大提高專才人手的穩定性，維持足夠的人力資源，亦

有助改善因人手短缺而導致的員工工時過長和意外風險增加，從而讓僱主可以為員工制定更合

適和人性化的工作時數。與此同時，政府部門也應該嚴正執法，不時突擊檢查工地的安全設施

是否做足、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是否履行其職責，把違規的僱主及僱員記錄在案，並加以跟

進，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以儆效尤。

然而，對於科技不斷進步，人工智能及機械化生產模式會否令傷亡數字大幅減少，他認為數

字或許會有輕微減少但不會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機械仍然需要有經驗的人員作操作，一旦涉

及有人員操作，便有機會發生意外。

近年，世界上不同領域皆提倡更有效地收集和運用大數據，透過使用分析軟件從形形色色的

數據中抽出有用的資訊作分析之用。錢先生認為大數據對職安健研究有一定好處，可以找出當

中有用的資訊作改善建議之用。然而當中有三大需要注意事項：1）工作方式日新月異：現時工

種模式因機械化不斷改變，幾年前收集的數據跟現時相比，可以有很大分別，例如貨倉工人以

前多需要徒手搬運貨物，現在使用搬運車運送貨物已成為常態。所以即使是同一工種，但工作

模式、器具和方法上的轉變，所面對的風險都會因此改變，過去的數據便會變得不合時宜。2） 

大數據大多只適用於針對非緊急或長期監察或研究：即時意外數據用途有限，例如沙井中毒或

硫化氫中毒等，這些中毒成因大家都耳熟能詳，但都不能完全避免，因為工作環境、工作模式、

以及個人因素都存在變數，要做到「零風險」必須各方面都做好預防措施，有一定困難，所以

他認為突發性意外所收集的數據可能只可作參考用途。3）資料數據存有誤差：他表示單單是勞

工處跟醫院管理局的意外報告的收集方法及計算方法已經不同，勞工處收集數據的方法是主要

依靠呈報方法，例如接收僱員的投訴或諮詢法律意見時收集；而醫管局是依靠接收病人求醫時

記錄數據。兩者數字上一定存在差別，因此本身已難以收集準確的數據。

大數據對香港職安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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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認為本港的職安健情況在未來會因應行業工種不斷轉變而有所調整，他舉出其中一

個例子：香港 50 年代初，接近九成矽肺病患者均從事石礦業，主要原因是當時石礦業以人手

的方式開墾石山，期間所產生的矽塵直接吸入肺部，導致矽肺病。直到 50 年代後期，石礦業

引入機械協助挖掘，大大減低石礦業工人直接暴露於矽塵環境之中，員工因此患上矽肺病的數

字開始下降。然而，隨之引伸出的是石礦機械操作所帶來的風險，例如石礦開採機使用不當導

致開採機突然斷裂等。由此可見，時代不斷轉變，機械的引入雖然令相關工種的職業病大大減

低，但反而會增加了錯誤使用機械所帶來的嚴重性。

整體來說，不同工種會隨時代轉換而有所轉變，例如舊有工種使用新工序及工具，這些改

變都會帶來不同的潛在風險，令使用者防不勝防。錢先生語重心長建議相關機構不可以放慢步

伐，要留意工種轉變的趨勢，及早為新興的工種及工序制定預防教育工作，以免傷亡發生。

[ 資料整理：何鴻業 ]

職安健未來趨勢及發展方向 

結語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全方位工地推廣計劃

建造業向來都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本港最多人從事的行業之一。近年本港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及地

區重建計劃不斷開展，舊樓維修清拆工程項目更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大幅增加。但是，如果工程施工

時未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及方法，職安健政策及法例未有被確切實行及遵守， 前線建造業工人便因此有機

會面對職業健康的危害，導致工傷意外及職業病的出現。

為更有效提升前線建造業工人對肺塵埃沉着病及其他職業健康危害的意識，在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將協助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於建築地盤和舊式樓宇維修工程進行的重點地

區推行廣泛的預防宣傳教育工作，以深化前線工人對這些危害的認識，從而保障他們的健康。

計劃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目標對象：

‧ 於小型建造項目地盤工作的前線建造業工人

‧ 進行樓宇維修、拆卸等相關範疇工程的建造業工人

及承建商

計劃內容：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工地推廣大使」培訓

‧ �建築工地巡迴展覽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專題講座

‧ �肺塵埃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病症個案轉介服務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 協辦機構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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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有着人月兩圓的意思！中秋節的慶祝活動除了品嚐美味的月餅外，燈籠是其中一項不能

缺少的玩意。承蒙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的資助，中心在 8 月 27 日舉行了兩場的「傳統手藝製作（紙

燈籠）」活動！學習傳統燈籠的製作，讓工傷工友發揮自我的潛能，亦可以從活動中體會箇中的「人

情味」。透過學習製作紙燈籠，讓工傷康復人士重新喚起堅持及忍耐等美德，亦能暫時忘卻工傷

所帶來的困擾，重建自信心及感受關愛。工友對於其親手製作的燈籠亦感到非常滿意，而部份工

友更計劃把自己親手製作的燈籠送予子女作中秋節禮物呢！

中西區健康節於 9 月 7 及 8 日在士美非路體育館舉行，由中西區區議會和中西區

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多間醫療及社會服務機構協辦，內容包

括有關醫療和健康知識的展覽、攤位遊戲和講座。本中心亦設計攤位遊戲【居「安」思「危」】

給市民一同參與，遊戲是以不同場景中潛藏的危害讓參加者分辨當中的對錯，並加以解釋，

藉此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識。是次攤位遊

戲吸引多名市民參與，參加者表現亦相

當積極，認為遊戲中提供的資訊正是日

常生活上容易忽略的地方，例如拖板同

時使用多於一部高功率電器容易造成負

荷過大。最後，希望市民在健康節中了

解更多關於健康及安全的資訊，防範於未

然。

工健動態（一）

工健動態（二）

工傷工人社區參與 — 
傳統手藝製作（紙燈籠）

中西區健康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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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 剪報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0/8 烈日當空   食署裝備欠奉   康署拒孖咇制   政府無良 唔夠保障 戶外開工恐熱死人 東方

11/8 皇室堡 6 米高墮地　工人危殆 東方

13/8 三跑工人連推土機墮海亡　經濟支柱　與妻育 3 未成年子女 明報

17/8 機場巴士撼箭嘴車 9 傷　工人下車放牌避劫 明報

2019.9 剪報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3/9 公路放雪糕筒 男工失足墮橋亡 東方

24/9 冷氣工失足墮斃　途人壓傷 明報

職安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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